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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資優教育的文獻及研究中，很少關於同性戀資優學生的相關經歷和
論述，更遑論輔導層面的發展。資優同性戀青少年可說是少數族群中的少數，
尤其在面對及處理因雙重特質伴隨而來的壓力及困擾時，他們時常會產生(1)
言語騷擾、肢體暴力與歧視；(2)自尊心低落與人際關係貧乏；(3)在性別認同
上產生困難與恐懼；(4)性別框架的壓力與偏差行為；(5)表現低成就且對未來
感到消極；(6)缺乏正面、支持性的成人典範角色；(7)過度激動特質高於資優
異性戀者等困擾及問題。因此身為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父母、朋友、教師與輔
導人員，或是學校及相關教育機關，必須從不同的角色提供輔導策略和因應措
施，才能使同性戀資優學生擁有健全的態度，悅納自己的「特殊」身分，積極
的面對自己、肯定自己、超越自己。
關鍵詞：資優同性戀青少年、輔導策略

一、緒論
同性戀者在過去遭受壓抑與歧視的待遇，但二十一世紀同性戀已漸不再被
世人認為是種疾病，2007 年台灣導演李安更以描述男同性戀情侶處於 20 世紀
美國性壓抑社會的艱困生存境況的「斷背山」(Broke back Mountain)影片獲得
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此片喚醒人們對於同性戀課題的關注。在 1991 年，
MaManus 估計同性戀人口約佔全球總人口數的 5%； Cohn(2003)更曾保守估
計在美國有超過 20 萬名資優同性戀學生。台灣同性戀人口一直無法擁有確切
的統計數量，不過根據彭懷真（1987）的估計資料顯示，國內 15 歲以上的人
口中，大約有 3%的男性和 2%的女性是真正的同性戀者，總數約有 35 萬人。
雖然上述的統計數字僅是概估值，但不可否認的是，學校中的資優同性戀青少
年確實存在，在數量上更是比所想像的還要多。然而至今台灣仍有許多人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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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或面對同性戀的議題，雖然此議題已在社會文化中漸漸發聲，然而同性戀
青少年卻在學校、家庭遭到拒絕、孤立、騷擾、攻擊，甚至造成偏差行為。同
性戀亦存在於具有資優特質的學生中，對於具有同性戀與資優雙重特質的資優
生而言，如何適應此社會並得以充分發展其潛能，身為教育輔導人員更應重視。

二、同性戀的定義與成因
(一)同性戀的定義
對於同性戀的認定條件，徐西森（1990）提出至少應具備下列四點：（1）
不可抑制的想要和同性有親密行為的幻想；（2）情感和情慾的對象只限於同
性；
（3）是一種持續性的反應，不是因環境限制而產生的同性行為；
（4）對異
性性行為反應有排斥現象。張春興認為同性戀係指以同性別為對象，從而獲得
性的興奮與滿足。Martin 和 Lyon 將同性戀定義為個體無論在性愛、心理、情
感及社交上的興趣，同性別的人皆是他們主要的對象，而且這樣的興趣表現並
未僅由外顯行為中表露出來（引自陳郁齡，1999）。
精神科從 1869 年開始以「homosexual」這個醫學名詞來界定同性戀行為。
1952 年美國《精神疾病與診斷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第一版(DSM-I)將同性戀列為社會病態人格中的性變
態；1968 年第二版(DSM-II)將同性戀列為性格異常中的性變態；後來經同性
戀者不斷的抗議與辯論，醫界終於在 1974 年不再視同性戀為精神疾病，只是
所謂的「性傾向偏差」
；1980 年的第三版(DSM-III)更進一步地將「性傾向偏差」
的觀念排除，除非同性戀者本身無法接受和認同自己是同性戀並且想要改變，
才被歸類為心性障礙的「自厭性同性戀」；在 1994 年第四版(DSM-IV)及 2000
年的 DSM-IV(TR)第四版修訂版，也是目前使用的《精神疾病與診斷統計手冊》
中已經看不到同性戀的字眼了，只有當患者對自己的性傾向感到持續而顯著的
痛苦時，才列為性疾患的分類下。從不同時期的《精神疾病與診斷統計手冊》
可以反映出同性戀診斷觀念的改變，也就是同性戀只是個人性傾向不同，其他
的部份則和一般人無異（白秀玲、柯淑敏，2006）。
(二)同性戀的成因
同性戀的成因複雜，一般包括遺傳、先天異常、賀爾蒙失調等生理因素及
戀親情結和環境社會學習等心理因素（白秀玲、柯淑敏，2006；McWhirter,
Sanders & Reinisch, 1990），亦即同性戀並非單一成因形成的。從生理因素來
看，遺傳究竟能造成多大的影響，至今仍尚未定論；先天的基因異常亦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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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而賀爾蒙的失調，則可能為腺體分泌與腦下垂體的異常。從心理層面的
因素，則分為家庭、心理動力和社會學習因素。家庭因素包括不穩定的家庭環
境、父母間的不和睦、因為母親之種種緣故而畏懼當女生、情感受創的負面經
驗等；而心理動力的因素，則是指同性戀者由於戀親情結，例如戀母情結，而
影響其未能扮演與原來生理性別一致的社會角色，而造成同性戀的形成；至於
認同社會學習因素的學者，更認為同性戀是經由學習所造成的（洪佳玲，1999；
陳郁齡，1999）。目前對於同性戀的成因找出單一成因確實並不容易。

三、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特質
Stewart(2006)根據資優學生和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學生的相關特質，針
對資優同性戀（包含雙性戀及變性者）學生的特質進行綜合分析（請見表一）：
表一

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資優學生的特質

資優學生

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學生

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資優學生

對 社 會 議 題 具 有 高 對歧視、道德制裁及暴力有
強烈的覺察能力和個人道德觀
度敏銳性
所防備
因 同 儕 壓 力 而 隱 藏 因 同 儕 壓 力 而 隱 藏 起 同 性 擁有以偽裝方式達到自我保護
起資優特質
戀、雙性戀或變性者的身分 的高度發展系統
需要智能上的挑戰

需要被包容及接納

對於同性戀、雙性戀或變性資優
領導者及成功人士的貢獻有所
暸解

需要正常的社會經驗

正向的同儕關係

需要其他資優學生和同性戀、雙
性戀及變性學生的支持

檢視社會、文化系統 意識到自己是受到歧視的少數

能接受多樣的家庭和社會結構

在感興趣的領域中擁
擁有自信和具有創意的表達
有富涵創意的成果

能接受同性戀團體多樣形式的
創意成果

正規課程的調整：加
成功同性戀人士的正向貢獻
速或充實

同性戀相關議題融入課程調整
及研究中

良師典範及見習

具有資優同性戀特質的學習典範

具有同性戀特質的良師

資料來源：Stewart, T. (2006). Defensive masquerading for inclusion and survival
among gifted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students.
In Belle, W., & Gillian, I. E. Diversity in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issues (pp. 203-213).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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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同性戀學生必須面對雙重身份所帶來的挑戰，以及處理伴隨而來的壓
力及情緒。而這些多重特質集於一身的結果，即是不斷增強他們對於自己「異
於常人」的強烈反應。

四、資優同性戀青少年常見的困擾研究
(一)言語騷擾、肢體暴力與歧視
張耐（2001）根據同志家長、家人與朋友組織(PFLAG)的報告指出，有
45%的男同性戀者和 20%的女同性戀者曾在高中時期遭受攻擊；有 15%性傾向
不同的青少年，在校曾遭受身體攻擊而受傷或住院。同志直人教育網路(Gay,
Lesbian and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 Home , GLSEN)在 2005 年所進行的全
國學校氣氛調查中發現，在接受調查的所有學生當中，有 89%的學生時常(often)
或通常(usually)聽過「這樣好娘」或「你好娘」，以此表示「笨蛋」或「沒用」
的意思，75%的學生時常(often)或通常(usually)在學校聽過關於「娘娘腔」(faggot)
或「男人婆」(dyke)等言詞。就資優同戀性青少年來說，對同性戀者的恐懼或
憎惡已是學校生活背景中的一部分。Peterson 和 Rischar 在 2000 年時曾針對 6
位資優女同性戀（或雙性戀）及 12 位資優男同性戀（或雙性戀）大學生，以
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他們在國高中時期的經歷。在此研究中有位女性受訪者提
到，她為了應付來自同學的歧視和謾罵，因此她決定遠離這些同學們，也因此
感到持續地孤獨。一名男性受訪者敘述到，因為他的聰明讓他在小學高年級時
很受歡迎，但卻在國中時不受歡迎，同學甚至他取了個「Rocky」的綽號（Rock
Hudson 是美國好萊塢紅極一時的電影男星，亦是第一位公開自己的男同性戀
身份並承認罹患 AIDS 的公眾人物）。而另一名男性受訪者亦提到，他在學校
被稱呼為「小貓咪」(Pussy)，只因他對音樂和課業有興趣，對運動完全沒興趣
之故，並且被許多同學所輕視。
(二)自尊心低落與人際關係貧乏
多數同性戀者不敢吐露自己的性向，主要是害怕被身旁週遭的家人及朋友
拒絕。他們對自己的性傾向感到懷疑，卻又不敢向親近的人尋求協助，因而對
自己的「特殊身分」感到惶恐不安與不知所措。同性戀者的自尊很低，不但討
厭自己，而且罪惡感和羞恥心會不斷地折傷自己。而同性戀學生對同學的偏
見、惡意嘲弄，加上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害怕身體受到傷害，使的同性戀學
生偽裝起自己真正的身份，或是因為罪惡感作祟，所以不敢和他人交往。研究
發現，性傾向是造成資優同性戀青少年對社交產生退縮的因素，而罪惡感和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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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感也是其中的因素(Peterson & Rischar, 2000)。
(三)在性別認同上產生困難與恐懼
Tolan(1997)認為資優者在情感方面擁有不同的特質，包括雌雄同體、非同
步的發展、對複雜的性產生關注及早熟覺知、非典型的性別行為，以及對人際
關係的強烈感受等。這些特質不但會導致他們對性別認同產生困惑及恐懼，更
容易影響對性的行為表現及發展，像是過早的性別認定。Stewart(2006)也提
到，資優同性戀青少年在很小的時候即面臨性別認定的掙扎，主要是因為他們
擁有早熟的認知發展。Peterson 和 Rischar(2000)亦從研究中證明 Cantwell 提出
同性戀者對於性傾向有早期覺知的說法，並且有五成的受訪者皆在國小畢業前
有思考過自己性傾向的經驗。另外，同樣有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覺知自
己的性傾向與他人所不同後，會刻意表現出異性戀者的行為。
(四)性別框架的壓力與偏差行為
Kerr 和 Cohn 認為資優男孩跟一般男孩比較起來，旁人會希望他們能更有
男子氣概，而資優男孩也就必須承受這種來自「性別框架」的壓力和期待
（Stewart, 2006）
。資優同性戀學生必須努力地戴著「性別框架」的面具，因此
也就沒有過多的精力用於認知能力和社會化的發展上，而一邊活在大家期望
中、一邊躲在面具底下的他們，也就更容易持續或是加重心理發展嚴重失調的
狀況(Stewart, 2006)。這些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為了不讓自己與其他同學看起來
那麼地不同，有時會從特殊能力或是性別傾向中，選擇一項特質而隱藏起來。
有的就是出現偏差行為，像是逃學、翹家、濫用藥物或是自殺。他們同樣也表
示自己的性傾向，造成他們與父母間的溝通產生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女兒與母
親間、兒子與父親間的關係受到影響，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達成父母的
期望(Peterson & Rischar, 2000)。
(五)表現低成就且對未來感到消極
Cohn(2003)指出資優男同性戀學生，特別會對資優或是同性戀遭到「污名
化」的雙重身份感到掙扎。而許多在學校感到痛苦的同性戀學生，通常會喪失
發揮潛能的學習企圖，因而導致較差的表現、消極的抱負，以及減少學業成就
表現的機會。Colangelo 等人曾提到，當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沒有被發現和滿
足時，特別是男學生，容易造成資優低成就，避開其他同學的言語騷擾和肢體
攻擊(Stewart, 2006)。Omizo, Omizo & Okamoto 更提到，多數的同性戀者通常
會害怕、擔憂自己的未來，除了害怕自己不能為社會所接受之外，也害怕自己
是否能擁有感情生活或是愛滋病的傳染（黃德祥、楊茜如，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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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缺乏正面、支持性的成人典範角色
資優同性戀者所遭受的傷害大多是來自身旁週遭的大人，當這些青少年遭
受到憎恨及不諒解時，大人們卻選擇做個沉默不語的旁觀者。最後，這些青少
年學會把自己真實的性別傾向藏起來，也因此更加深了輔導和協助的困難
(Cohn, 2002)。Sandoval(2002)曾敘述一群被退學機率頗高的學習障礙及少數族
群資優同性戀學生，這些學生需要支持性的學校環境及輔導人員，但是學校卻
對這些學生的問題和需要毫無反應（引自 Treat, 2006）。而在 Peterson &
Rischar(2000)的研究中也發現到，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負面經歷並不僅來自公
開的敵意，還包括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教室氣氛，以及缺乏成人支持的力量。
(七)過度激動特質高於資優異性戀者
Treat(2006)針對 100 位資優大學生進行過度激動特質和性傾向的研究，其
中有 24 位為同性戀及雙性戀女性，及 39 位異性戀女性；同性戀及雙性戀男性
則有 27 位，及異性戀男性 10 位。研究者從研究中發現，非異性戀的資優女性
在智能的過度激動得分上，顯著高於異性戀的資優女性；在情緒、心理動作、
想像、感覺的過度激動得分上，則無達到顯著差異。而同性戀男性在情緒和感
覺的過度激動得分上，比異性戀女性高；而同性戀女性在心理動作的過度激動
得分上，比異性戀女性高，但卻比異性戀男性低。
承上所述，資優學生因早熟的認知發展，在性傾向的發展上與一般學生較
為不同，因此在其早年時，可能就會因性傾向早期覺知而造成認同上的困擾及
恐懼。社會大眾不認同、不諒解這些青少年的性傾向，或是對自己性別傾向的
正確認知不足，以及來自學校同儕或團體的歧視、騷擾及攻擊，加上缺乏成人
適時的協助和對其特質需求的暸解，這些背負著雙重身份的的資優同性戀青少
年，可能產生孤立感、低自尊、低成就、人際關係貧乏、心理發展失調、對未
來感到消極、翹家、逃學、濫用藥物、自殺等困擾及問題。

五、輔導策略及因應措施
身為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父母、朋友、教師與輔導人員，或是學校及相關
教育機關，可從不同的角色提供輔導策略和因應措施：
(一)資優同性戀青少年之父母的輔導策略
1. 父母請先保持中立並給予尊重，顧及與維繫子女與父母的關係
成人應該先檢視自己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和觀感是否正向及保持中立，
楊逸鴻（1999）提醒發現子女是同性戀者的父母，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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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記住兩大原則：
(1)要如何處理，才不會失去子女？
(2)要如何處理，子女才會快樂？
檢視自己得知孩子有同性戀傾向時所給予孩子的訊息
Pope(2000)及 Pope 和 Englar-Carlson(2001)曾指出，父母給予同性戀孩
子的訊息對於孩子自尊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像是「做你自己並且永
遠不要害怕吐露你的感情」、「我是因為你這個人而愛你」、「你可以跟我談
論任何事情，即使我不喜歡你說出來的內容，我仍會永遠地愛你」等言語
皆能傳遞出，不管任何情況，我們都無條件的給予絕對支持的訊息。最好
的父母能在與孩子說話時先思量自己的一言一語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他
們從來不會跟孩子說貶損的話，因為這些言語是非常具有殺傷力並且很難
被遺忘的。
父母檢視自己是否有恐同症
不少父母在教育孩子時不知不覺地傳遞出害怕、討厭同性戀的態度
(Pope, 2003)。有些父母選擇刻意傳遞出這些訊息，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減少
青少年產生同性戀行為的最好方法，並且他們也會以反對的態度說服孩子
們不要成為同性戀者。而來自父母或成人們帶有貶損意味的玩笑話、行為
上的告誡（例如：「不要那麼娘娘腔」、「不要用那種男同性戀者的握手方
式」
、
「女生應該坐有坐相」等等之類的言語）
，以及害怕、討厭同性戀的談
話，讓這些同性戀青少年耳濡目染這些負面的態度和觀感後，他們無法理
解自己所信賴且深愛自己的父母們的行為和想法，並且讓他們無所適從。
Ricketts & Hudson(1998)所設計的恐同症自我檢視表，主要在詢問填答
者對於一起共事或相處的同性戀者有何感覺。家長、教師及輔導人員可以
藉此檢視自己是否有同性戀恐懼症。諸如下列題目：(1)在工作中與同性戀
者有密切的互動時，我是感到自在的。(2)若與我同性別的人對我做出性挑
逗的行為，我會感到生氣。(3)若我得知我的孩子是同性戀，我是感到失望
的。(4)若我得知我的孩子是同性戀，我覺得我是個失敗的父母。
恐同症自我檢視表並沒有對或錯，只要儘可能仔細並正確地回答每個
題項即可。並經由同意程度的設計，可以了解自己對同性戀的感覺是非常
正面的、中立的，亦或非常負面的。
嘗試去了解社會大眾中對所有人的接受狀況，對孩子而言這是一種健康的
作法。
嘗試學著瞭解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成人，並且可以邀請他們及他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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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伴侶一起用餐，或是一起觀看球賽。
嘗試在家庭會議中討論近來有關同性戀者的事件，以及討論公平正義等議
題。
參觀愛滋病協會及拜訪病友，讓孩子瞭解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染上這種嚴重
的疾病。
停止對其他人的猜臆，而是以傾聽的方式加以檢視，並且培養自己能提供
新知的態度，才能幫助你擁有開闊的心胸接受更多的知識和體悟。
當父母能釋懷時，別人談到你有同性戀兒子的事時，你可以告訴其他人，
你的兒子並沒有消失，他只是同性戀而已(Calkins, 1999)。

(二)朋友的支持與協助策略
若朋友是同性戀者並且正需要支持與協助時，可以扮演以下的角色
(Hamilton, 1999)：
1. 做為一個主動聆聽者，但不要急著給予未經請求的建議。
2. 做為一個支持者，避免產生對同性戀者負面和排拒的笑話、言論和行為，
而是以實際行動表示對同性戀者的支持。
3. 做為一個同理者，注意一些標誌(signs)，像是彩虹旗幟即是歡迎你前來詢
問，你可以表現出自己多元的興趣。
4. 做為一個邀請者，邀請他的同性朋友參加社交活動，並且讓他們感到自己
是受到歡迎的。
(三)學校教育工作者與輔導人員的輔導策略
1. 教育工作者的角色與輔導策略
課程設計應更敏銳地察覺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發展需求並符合區分性
原則，不管在教室裡或是學校圖書館，我們都必須有計畫地努力滿足資優
同性戀學生一系列在學業、情感、和生涯上的發展需求(Stewart, 2006)。為
了滿足同性戀學生的學習需求，學校的教科書和課程觀點是極需要去注意
的。以每一天來說，孩子將自己和他們的生活形象建構在他們的所看、所
聞，並且從課程中加以體驗及領會。在課程內容中可以融入以下的議題
(Marinoble, 1998; Peterson & Rischar, 2000)：
(1)輔導資優青少年知道同性戀青少年並不是什麼壞孩子、令人討厭或是有
病的人。
(2)輔導資優青少年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告訴他們一些例子，例如：同性戀
者曾經得到幫助的案例。
(3)嘗試去接受同性戀者存在的事實。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應該都要覺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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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可能有同性戀學生的存在，以及他們帶著自負、害怕、困惑的情緒，
孤獨地喜歡著同性之人。
(4)對於性傾向可能是造成自殺的原因，必須要有所警覺，或是藥物濫用、
退學等。
(5)同理地對待他們，因為他們非常艱難的生活著。他們能夠生活在這個世
上確實是令人驚訝的事。
(6)當同性戀青少年表達出自己對性的感覺時，千萬不要表現出敷衍的態
度，或是讓他們覺得掃興。
(7)停止所有在教室中對於資優同性戀者的謾罵與開玩笑行為。
2. 輔導人員的角色與輔導策略：
輔導人員接受適合的訓練和教育後，他們可嘗試打破對同性戀的沉默
並對學校社會做適當的宣導(Callahan, 2001)。幫助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一些
輔導策略(Besner & Spungin, 1995; Fontaine & Hammond, 1996)：
a. 當有人跟你表明自己「出櫃」的身分時，請不要驚訝，例如：當他們告
訴你，他們認為自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傾向時。他們會用一連串的「測
風球」(trial ballon)來測試你一段時間，然後才決定你是否值得信賴或是
對他們有幫助的。千萬不要馬上就讓他們失望。
b. 先處理情緒問題。許多的資優同性戀青少年感到孤獨、害怕及罪惡感。
又加上必須面對自己是資優及同性戀者的情況，確實讓這些青少年難
為，且情緒起伏、憂鬱或生氣，因此，可以運用傾聽來幫助他們，讓他
們訴說自己不舒服的感覺和想法。
c. 給予支持。讓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知道自己是很好的，告訴他們其實有許
多人也曾對同性戀的問題感到掙扎，並且讓他們瞭解處理性別傾向的問
題是很困難的。提供輔導的服務與協助，保持著敞開的大門。
d. 即使目前為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然而訊息來源會影響資料的正確與
否，不要假設青少年對於人類的性別議題有很多的瞭解，應評估資優青
少年對於同性戀或性別認同議題的瞭解程度，提供有關資優同性戀者正
確的訊息。
e. 在討論時須使用非評判性的語言注意口語和非口語的提示，不要給予標
籤或是加以歸類。
f. 尊重學生的資料機密性和與其家人溝通的意願。資優同性戀青少年是帶
著恐懼的心情分享自己的性別認同，因此輔導人員必須予以尊重。而在
與家人溝通方面，也必須尊重學生本身的意願，再決定是否保密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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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以減輕同性戀青少年來自家庭的壓力。
g. 預先考慮到青少年在其學習階段中可能會產生的困惑。在進入中學後，
有些同性戀青少年可能對自己的性別傾向，仍感到困惑和不確定。
h. 身處大部分皆是異性戀主義/害怕、排拒同性戀者的社會，並且也因為人
們很多錯誤的訊息、誤解與恐懼，身為輔導人員，輔導資優同性戀青少
年的目標不在於改變他們的性傾向，而是協助他們解決伴隨而來的困擾
及問題。給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知道何時、何地可以找到相關單位和輔導
人員得到協助或可以向同性戀相關諮詢電話得到適合的支援與諮商。
i. 鼓勵資優同性戀青少年拓展其社交圈。採取正向的態度給予鼓勵，協助
他們勿將自己孤立於同儕團體，除了適時適量地參與學校課業和課外活
動，一般的社交活動、朋友聚會更可以積極、主動地嘗試和加入。
j. 規劃整體性的輔導目標。必須將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問題視為整體性的
問題，而非僅是同性戀者或是資優學生的問題。在暸解他們狀況和需要
後，與父母、師長共同擬定輔導目標，包括：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學習課
程、討論所將面臨的壓力和挑戰、親密關係等議題，以及培養青少年建
立未來感，協助規劃生涯發展的進程與方向。

六、結語
處於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同性戀者的成長過程一路上躲躲藏藏、擔
心受怕，接著戴上面具、用失去靈魂的軀體過著另一個人的生活。即使當他們
重新站起來、以真正的自己面對大眾時，輿論的急流卻常常將他們的聲音吞
沒，旁人的歧視、親人的壓力，加上具有資優生的身分，使資優同性戀青少年
的認同更受到質疑。
從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相關研究來看，研究篇數的匱乏加上研究樣本的不
足，對於能否產生具有代表性的推論仍令人質疑。而從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相
關文獻中已發現，資優同性戀學生對於性的早熟，可能會導致早年即有性別認
同的困難及恐懼，目前我國對於資優同性戀者的資料大多來自歐美，但在民風
未如歐美開放的我國，尤其是國高中為自殺高危險群的資優青少年，更需要針
對資優同性戀青少年進行相關研究，才能早期發現我國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困
擾及問題，也才能給予輔導上實質的幫助和建議。也唯有在學校、家庭、輔導
專業人員及社會的整體運作、相輔相成下，資優同性戀青少年的困擾與問題才
能真正獲得解決，進而積極的面對自己、肯定自己，過的自在而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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